
每一件产品背后都需要倾注文化匠心

对博物馆发展文创而言，重要的并非是

盈利，而是将博物馆文化以巧妙的方式置入

实体或虚拟的产品之中，让观众的文化体验

有所延续和习得。 20多年前，原上海博物馆

馆长马承源便把初期的文创理念归结为“让

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当时还只是简单复

制下馆藏藏品， 如今覆盖全品类的上博文

创， 不仅做到了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还

做到了把博物馆文化精缩为一件件实用的

产品，让观众随身携带随时体验。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有史以来举办

的规模最大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 让这

场艺术展首次火爆社交媒体的正是它策划

在前的文创产品。 胡绪雯说，借鉴以往的开

发经验， 这次上博文创为董其昌书画艺术

大展专门打造了食品系列。 从文创开发难

易度而言， 开发食品系列自然有简单的方

式和复杂的方式之分， 如果将董其昌书画

作品直接复制到食品包装之上，是简单的；

找一些现成的零食装入其中，也是简单的，

甚至更容易受到某一类观众的口味欢迎。

但这样都缺乏和艺术展品之间紧密的文化

逻辑，也缺乏创意的表达，最终流于表面化

的文化体验。 放眼全世界博物馆的食品类

文创开发， 最成功的莫过于日本同行的创

意，日本博物馆的食品文创，始终抓住两个

要点： 一是如何把艺术品形象以新颖的方

式传递给大众， 于是大家看到了包装上无

处不在的动漫设计形象； 二是如何突显食

品本身的地域文化特征， 甚至与艺术家本

人形成关联， 然后大家看到了博物馆所在

的当地特产食品介入创意中心位置， 为大

众或游客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

这样的创意，深度诠释了哈佛大学曾

经对创意学的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能够

成立的新颖。

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的食品文创灵

感首先来自董其昌的故乡，今天的上海松

江。 胡绪雯介绍说，松江大米以米粒柔软

有弹性、食味清香而著称，出产的松江米

糕也是传统名点，而绿豆糕也是一道上海

传统糕点，更呼应了董其昌绘画中古朴典

雅的青绿设色，再以山及其水中倒影为形

确定糕点外观，希望以此表现出董其昌笔

下如诗如画的山水意境。 更添趣味的是，

董其昌常在自己所藏书画作品上钤印“玄

赏”二字，表达自己的欣喜与赞赏，这二字

出现在糕点上，仿佛能联想到董其昌面对

这样的家乡糕点， 也忍不住视之为一件

“可以吃的艺术品”。

“玄赏”食品系列顺利打通了产品与艺

术品、本地文化之间的逻辑，也成为了之后

受到大众热议喜爱的一个根本立足点。

许多观众都记得，上博文创上一次成

为“网红”的食品类文创是来自 2017 年的

“大英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特展。 大英

博物馆身处创意经济产业发达的英国，自

然在文创开发上颇有心得，在它无数文创

产品中， 最出名的要数 1970 年代就出现

的“最强 IP”小黄鸭了。这只全世界儿童都

熟悉的小黄鸭，本该出现在浴缸里，但是

大英博物馆却让它不断扮演各种知名历

史角色 ， 以此展现馆藏品的包罗万象 。

2017 年，上博举办这个特展之前，胡绪雯

和她的团队就已细致研究过相关文创

产品开发的逻辑和方向 ，她说 ，当时他

们决定改变以往文创集中于纪念品和

文具的惯例 ， 努力将耳目之娱与口腹之

乐结合起来， 希望让特展文创既 “接地

气”，又“上档次”。 之后，团队迅速推出了

曲奇饼干、咖啡拉花 、慕斯蛋糕 、3D 巧克

力等 4 款文创产品，设计原素取材自古埃

及文物上的 “芭丝特小猫”“伊西斯女神”

等形象， 采用卡通化的设计， 再运用 3D

技术建模呈现在食品之上。这 4 款文创产

品一经推出就获得大人与小孩的喜爱，成

为“网红”产品。

整个上博文创团队除去为特展开发

产品之外，更多的工作还是服务于常设展

览相关的文创开发，不断升级替换现有的

文创产品， 而对表现良好的文创 IP 则进

行深度开发，“宋徽宗赵佶作品系列”即是

如此。2002 年，上海博物馆庆祝成立 50 周

年，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览结

束后，团队发现关于宋徽宗赵佶的文创产

品特别受欢迎，因而决定保留并扩大品类

开发， 便有了如今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

“闰中秋月”“瑞鹤图”丝巾、“天下一人”帆

布包、“昼眠夕寐”眼罩等产品。 在为眼罩

寻找合适的字词时，从赵佶于崇宁三年其

三十二岁时手书的瘦金体《千字文》长卷

中摘取出了“昼眠夕寐”四字，细看这件产

品，日间小憩、入夜熟睡，一派悠然的生活

情趣，自瘦劲的勾画中，飘然逸出。

让胡绪雯印象很深的同类开发还有

“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周

边系列。 2002 年， 收藏家张永珍女士以

4150 万港元拍得这件文物后，捐赠给了上

海博物馆，文创团队决定为这件文物打造

系列周边，陆续推出了钥匙圈、领带、咖啡

杯、蝠桃纹瓶缩件等多款文创产品，其中

最为热销的是“蝠桃纹双层复合丝巾”，以

瓶上寓意洪福齐天红色的蝙蝠和寓意长

寿的桃子为图案， 搭配上清新的天蓝为

底、艳丽的玫红为边，设计上兼具复古和

现代。

对原创设计的坚持让上博文创不仅

掌控设计呈现， 对产品的品质也了然于

心。 许多产品的细节倾注了团队很多精力

去打磨， 即便观众并非第一眼就能感受

到，但可靠的品质，依然是与博物馆的高

质量收藏形象一脉相承的。 董其昌书画艺

术大展的文创产品中有许多这样的匠心

打造，比如“董其昌宝华山庄图丝巾”。 丝

巾上的图案取材自董其昌 《宝华山庄图

册》，这是一幅能够体现董其昌推崇米芾，

以“米家云山”法入画的山水画，设计师将

图册中仙气缭绕的江南山水精心选取，并

成倍放大。 图案颜色也从原本的水墨改为

由深至浅的靛蓝，突显江南山水柔和温润

的意境。 在材料的选择上，设计师经过多

次对比， 最终选择了柔爽软糯的 100%真

丝乔其纱，其轻薄透明的质地更加为画中

山水增添朦胧感。

仅仅拿这款文创产品去和以前的同

类产品进行比较，从设计到品质展现出来

的文化感受力，已然可以看出上博文创实

力经历了真正的蜕变。 （下转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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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创意之路，文创为上博增添万件“宝藏”

本报记者 郑周明

今年 2 月末和 3 月初的三个周末夜
晚， 上海博物馆大堂不像往常般陷入安
静，相反，这里人头攒动，到处可以听到体
验者传递的惊喜欢趣之声。这里举办的是
上博文创团队为跨年特展“丹青宝筏———

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打造的董其昌书画
赏析和“珂罗版”体验专场活动。

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官方微
信公号推出第一场活动的报名通道时 ，

100个体验名额很快被“秒抢”，速度之快，

并未让上博文化创意中心主任胡绪雯感到
太多意外，举办“博物馆奇妙夜”对她和团
队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良好的社会反响
让他们对举办同类活动充满信心。也因此，

在观众呼吁下，增开了第二场活动，还为 3

月 10日大展结束之夜举办的活动增添了
艺术对话和江南丝竹演奏等丰富内容。

两台各自重达两吨的珂罗版印刷机
器稳稳放在上博大堂里， 这项有 150 年
历史的印刷工艺， 对书画复制的还原度
极好，全国博物馆系统中，仅上海博物馆
一家还在延续这项古老的书画复制技
艺，并于 2018 年成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绝大多数观众，都是第一次现
场领略到这门精巧的技艺。 16 开的董其
昌《秋兴八景图册》真迹就在离自己不远
的展柜里陈展， 而眼前的机器当场制作

出了高度仿真的珂罗版复制品。

博物馆在夜晚举办活动对文物安全、

现场安保、团队配合等等方面都有很高的
要求，全世界很少有艺术场馆会做这样的
展示。 近年来，较为知名的有 2017 年荷
兰国立博物馆邀请第一千万位参观者在
伦勃朗《夜巡》画作前夜宿一晚，日本直岛
上的倍乐生现代美术馆开辟了独立的住
宿设施，以及不久前火爆网络的元宵之夜
故宫博物院 94 年来首开夜场活动。

而上博的“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已经
是第四年举办，2016 年“文创设计大赛”、

2017 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最后 100 分
钟”及 2018 年“博物奇趣”三场活动，每
次都引发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热议。

从 1986 年的一个小小柜台到如今
打通线上线下平台，30 多年时间里，上博
文创为身后的上海博物馆讲述了一系列
好故事，在一步步累积到两万余种文创产
品之后，胡绪雯最大的感受是，今天的文
创不再是以前那样冰冷陌生的文物复制
品，体会大众生活的感性之处，加入原创
性和科技性， 注重品牌联合， 打造 IP 形
象，深化文创体验，这些都是上博文创努
力的方向。

站在全球文博业界的文创产业来看，上
博文创已完成了从文创 1.0到 2.0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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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以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蝠桃纹

橄榄瓶为素材开发的文创产品中，

最受欢迎的是“蝠桃纹双层复合丝

巾”，设计上兼具复古和现代。

荨关于宋徽宗的文

创产品供不应求 ，

其中眼罩上 “昼眠

夕寐” 四个字是从

赵佶手书的瘦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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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的。

荩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的食

品文创呼应了董其昌绘画中

古朴典雅的青绿设色，再以山

及其水中倒影为形确定糕点

外观，以此希望表现出文人笔

下如诗如画的山水意境。


